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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后海灣違例發展報告
「規劃署署長在過去一段時間已有積極執
法，但執法力度當然可以再加大一點」
── 發展局局長2013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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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內后海灣是每年數以萬計遷徙水鳥的
過冬地和補給點，早在1995年已被
《拉姆薩爾公約》認定為國際重要
濕地，政府在1998年亦設定「濕地
保育區」及「濕地緩衝區」的相關規
劃指引作出保護。雖然如此，由違例
發展活動所導致的生態破壞問題卻從
未停止。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WWF）在2016年年初就內后海灣
私人土地在過往逾二十多年間的違例
發展情況進行調查，以瞭解規劃署對
該區的違例發展採取相關的執法效率
和效用，是否對該等活動產生阻嚇性
以至有效地減少違例發展活動的出
現。調查發現，在硏究範圍內二十年
間有435個違例發展個案發生，涉及
面積有150公頃。非法填塘佔該區整體
違例發展數字的20%（佔地85公頃）
。當中最少有2宗非法填塘個案，政
府需要超過8年時間處理，亦只有37
宗個案被要求恢復魚塘原狀，令人關
注的是若然執法時間拖延愈久，對環
境帶來的負面影響愈大，恢復生境原
狀的難度亦愈高。另外，違例發展的
首次最高罰款為港幣50萬元，卻只有
28宗個案被罰款，平均金額亦只有港
幣66,392元，相對於現今該區一帶土
地違例使用情況所能帶來的回報，罰
款顯然缺乏阻嚇力。而政府在處理相
關違例發展個案時執法寬鬆，加上欠
阻嚇力的判罰等因素只會助長違例發
展持續發生並擴展其範圍，令致內后
海灣的生態系統受到更大破壞和整體
環境質素大幅下降。政府必須更積極
地打擊違例發展，即時的方法是加快
4

超過30公頃土地在
過去24年不斷有違
例發展發生

違例混凝土平台在
恢復原狀通知書發
出2年後依然存在

2公頃的土地和魚
塘被平整及填平並
舖設通道作為儲存
倉儲使用
后海灣從來最大規
模的砍樹事件發生
在13公頃的濕地內

最高罰款案件
$174,500，但只為
最高罰款的35%
花了8年時間才發
出執行通知書的違
例發展個案
超過1.5公頃的魚
塘被填平作興建
丁屋用

6公頃魚塘在「自
然保育區」範圍
內被填平

執法效率。同時，我們亦提供其它方案予
政府考慮，如提升執法效率，加速管制行
動，加重罰則，提高罰款等等。希望藉此
能更有效地阻止違例發展在內后海灣的重
要濕地發生及延伸，以保護內后海灣濕地
的重要生態價值及完整性。

超過1.5公頃的魚塘被
填平作興建私人樓宇
用途並於2015年得到
城規會通過規劃申請

內后海灣
違例發展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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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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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消失的魚塘濕地
1985年

1991年
© Lee (1999)

上世紀80年代，「生發地產投資有限公
司」向政府申請改變掃管笏棄耕農地的
土地用途，以擺放建築用的鋼枝。1983
年英國樞密院就「生發案」（Attorney
General v Melhado Investment Ltd.
[1983] HKLR 327）作出判決，認爲集
體官契（Block Crown Lease）附表中的
土地用途為紀錄（description）原有的
土地用途，而不是限制（prescription）
土地用途。 1 而集體官契上的土地除建屋
外，並沒有其他用途限制。因此，屋宇
地政署（現地政總署）對集體官契土地
沒有以契約管制土地用途的權力，不可
強制農地只作耕種用途。政府敗訴以

後，居民除非搭建有蓋建築物外，他們
可隨意改變農地發展用途。自此，新界
土地用途變成除了建屋外完全無約束，
引致大量貨櫃場和廢料場林立。按前香
港政府檔案處處長劉潤和（1999:115）
的記載，新界西北的土地單是在1990年
內，用作露天貨倉的由86公頃增至100.2
公頃、爛車場由56公頃增至74公頃、貨
櫃停車場由40公頃增至86公頃，並由此
引起了水浸、交通及環境嚴重惡化等問
題。另外，從Lee（1999）利用地理資
訊系统對后海灣土地用途改變的研究中
（圖1），在1985至1991年期間有750.51
公頃的魚塘濕地消失；由1,928公頃跌至
1,178公頃，跌幅接近39%。

魚塘

圖1) 1985至1991年期間內后海灣一帶魚塘面積消失概況
© S.K. Lau

圖2) 一個位於新田用作貨櫃拖頭/拖架停車場的違例發展於2003年時的情况
Attorney General v Melhado Investment Ltd. [1983] HKLR 327
判決節錄可見Nissim, R. (2008) Land Administration and Practice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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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例發展定義
1990年代初期，政府開始立法規管新
界土地用途。在1991年修訂《城市規劃
條例》並涵蓋至市區以外的地區，在
個別鄉郊地區先後擬備發展審批地區
圖，並於3年內由分區計劃大綱圖（大
綱圖）取代。大綱圖會按土地用途分
類，並在其《註釋》附表中，說明某個
地帶經常准許進行的用途（第一欄的用
途）以及其他必須先取得城市規劃委
員會（城規會）的許可才能進行的用途
（第二欄的用途）。但法例的修訂並無
追溯力，因此，於相關發展審批地區圖
生效前已存在的「現有用途」並不構成
違例發展，換句話說，在現行法律框架
之下，「現有用途」並無違例，規劃署
對「現有用途」亦無執行管制（下稱執
管）權力。反之，任何發展項目若是並
不屬於現有用途，亦不屬於發展審批地
區圖所核准的用途，同時亦未取得城規
會的規劃許可，即屬違例發展。 2

回顧整理

每年一月
是遷徙水鳥
抵達內后海灣的高峰期

(圖3)

位於內后海灣的濕地生境是每年數以
萬計的遷徙水鳥的越冬地或過境地
（圖3）。1980年代後期正當新界土地
改變用途的情況轉趨普遍，鄉郊土地用
途的規管及相關的法定圖則在1991年引
伸到內后海灣一帶，而其中一個目的是
為了舒緩因私人土地的用途改變所帶來
對內后海灣的濕地生態價值的威脅。以
下年事表（表1）概述由1990年代至今
政府對保護后海灣的濕地生境功能及重
要性的相關政策、條約、法定圖則、規
劃指引及 執法措施等等 。
2
http://www.info.gov.hk/tpb/tc/list_of_plans/intro.html 瀏覽
於2013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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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內后海灣濕地保護相關政策、條約、法定圖則、 規劃指引及執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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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強制執行行動有關的主要條文請瀏覽以下網址http://
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tp_bill/pamphlet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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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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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分析方向

分析範圍

分析類型

雖然規劃署在鄉郊地區的私人土地上被
賦予更大的執法權力，可是從規劃署年
報得知於2011年至2014年期間，在新界
西北造成對環境破壞的填塘違例發展個
案共269宗，平均每年67宗；相比2007
至2010年期間總個案158宗，平均每
年40宗，增幅有70%。4 從官方數字可
見，近年新界西北的填塘違例發展個案
確有上升之勢。若趨勢持續，違例發展
對具生態價值的私人土地及毗鄰地方將
造成更多環境破壞，以至造成不可逆轉
的影響。
作為新界鄕郊私人地方違例發展的把關
部門，規劃署的執法角色實在舉足輕
重。然而，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於2013年
11月6日在立法會回應廖長江議員提問關
於加強執法，以減輕新界土地受到破壞
的情況時，對規劃署的執法力度有以下
評價：
「主席，在執法方面，規劃署署長在過
去一段時間已有積極執法，但執法力度
當然可再加大一點。」 5

發展局局長的回應是否暗示着規劃署執
法力度尚有不足之處在此不作推估。
事實上，近年新界西北私人土地上作
填塘違例發展的情況確是令人憂慮。
基於此點，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WWF)於2016年初對規劃署在內后海
灣具重要生態價值地區或鄰近的生態
易受影響地區的私人土地上的執法效
率和功效作出分析，探討當中上升趨
勢因由及對可改善之處作出建議。我
們希望政府能阻止現時惡劣情況再進
一步惡化而令內后海灣的生態系統受
更大破壞和整體環境質素大幅下降。

分析範圍由內后海灣的尖鼻咀至蠔殼
圍，覆蓋「濕地保育區」，「濕地緩衝
區」和「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
共約2,500公頃土地（圖5）。時間則由
1992年擬備相關地區發展審批地區圖
至2016年3月。分析重點是規劃署在上
述期間對以上範圍內的違例發展，尤其
是填塘所需的調查時間，執管行動的效
率，相關罰則/個案罰款等等，從而反映
執法情況及其阻嚇性。

分析類型聚焦於填塘/填土及地盤平整等
對自然生境、生態、環境造成改變以至
破壞的違例發展活動（圖6）。此等活
動會損害生態系統功能，破壞野生動物
的棲息地和他們的食物來源等。另外，
破壞後的違例用途亦可能令周邊社區的
居住環境質素下降和帶來威脅。

2007年以前之規劃署年報並沒有填塘違例發展個案數目提供。
立法會2013年11月6日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第1267頁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
cm1106-translate-c.pdf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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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規劃署
© WWF-Hong Kong

圖4) 2009年於大生圍竹園村附近的一個填塘違例發展個案

圖5) 分析地域範圍

圖6) 於南生圍附近的一個正
進行填塘工程的違例發展對
濕地生態環境所造成的破壞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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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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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總數

違例發展。之後 個案數字滑落至2007年
的6宗，這可能反映加強執法權力後的
成效。從2007年之後的升勢估計是與城
規會在2008年公布規劃指引13E以改善
當時雜亂無章的土地用途納入法定管制
內有關。然而，在隨後數年至2015年的
每年個案數字在起伏中上升，並屢創新
高，情況確實令人憂慮。

雖然后海灣一帶的土地用途已受規管，
但按規劃署資料在過去24年多的違例發
展總數有435宗個案，受影響面積達153
公頃，約214 個標準足球比賽場地。6 整
體違例發展個案數字從2006至2016年期
間有不斷上升趨勢（圖7）。
圖7展示出違例發展個案整體數目共出現
了兩次高峰。第一次出現於1996至1998
年期間的高峰相信是由於中央執行管制
及檢控組的成立，並加強對違例發展的
強制執行法定規劃管制和檢控行動的結
果（見表1）。至於在2005年的另一高
峰期應與2004年城市規劃(修訂)條例有
關。該修訂條例主要條文是旨在堵塞其
中一些技術漏洞（見表1），例如，賦予
執法人員更直接調查權力，可在沒有手
令或通知的情況下，在合理時間內進入
或經過任何土地以便確定是否有或曾有

6

個案分佈
違例發展個案出現於內后海灣附近的12
處地方；東面包括新田、落馬洲及蠔殼
圍、靠東南的米埔，再而伸展至大生
圍，壆圍及榮基村，南生圍及山貝附
近。靠西南的則位於天水圍，大井。西
面的則有輞井和尖鼻咀。

世界盃標準比賽場地面積約7,140平方米

(圖7)

圖8) 1992 - 2015年內后海灣私人土地上的違例發展個案分布

資料來源： 規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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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規劃署

20

1995

2000

ⴲ

2005

2010

2016

圖9) 一個位於新田三寶樹由魚塘改建成的吊索滑水場的違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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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在435宗個案之中，有116宗
只涉及一個地點並且沒有重犯記錄（下
稱單一個案）。其餘319宗個案就發生
在73個地點，即同一地點曾有兩宗或以
上個案發生或一個地方裡面有多個個案
範圍重疊（下稱多重個案）。從環境和
生態保護而言，單一個案會減少生境面
積和破壞內裡藴藏著的生態，威脅到野
生生物的棲息地。如由多重個案構成的
大範圍環境破壞更會分割整體生態的連
貫性（圖10），影響野生生物的移動，
削減物種的生存空間。

以規劃土地用途而言，發生在保育地帶
包括「綠化地帶」、「自然保育區」、
「海岸保護區」和「具特殊科學價值地
點」的違例發展個案共89宗，面積有30
公頃，接近總個案面積的20%。當中在
「
綠化地帶」和「自然保育區」的個
案數目共85宗。在「具特殊科學價值地
點」的違例發展多年來只有1宗，是發
生在1992年尖鼻咀的斬樹事件，涉及範
圍有1.4公頃濕地，是單一個案類形中最
大面積的違例發展。另外的346宗違例
發展分別發生「鄉村式發展」和「其他
指定用途」，兩者共284宗個案，而「
其他指定用途」集中在「綜合發展及濕
地改善區」發生。餘下62宗個案則於「
露天貯物」、「康樂」、「農業」、「
住宅（丙類）」和未決定的用途地帶發
生。

1985年

2015年
© Google

用途地帶

© 地政總署

個案類別

圖10) 一個位於新田村路附近涉及3.8公頃面積的違例發展阻隔了南、北兩方原
本相連的魚塘（見紅線框）

© WWF-Hong Kong

圖11) 一個位於米埔「自然保育區」內正在填塘中的違例發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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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 Lau

執法現況

25
24

執法通知書
在分析內后海灣違例發展個案執法效率
和功效之前，首先需理解規劃署中央執
行管制和檢控組的執法步驟。按「對
新界鄉郊的違例發展執行管制」小冊
子、規劃署2008年年報專題「規劃管
制措施：把進行違例發展的地點恢復原
狀」兩份文件和規劃署綱路平台資料，
執法過程中可發出6款通知或告示包括
「警告信」、「強制執行通知書」、
「停止發展通知書」、「恢復原狀通
知書」、「完成規定事項通知書」和
「取消通知書」（圖12）。執法人員若
發現有土地使用者在鄉郊地區私人土
地上作違例發展，會首先發出「警告
信」。在確定相關地點有或曾有違例發

展、或有或曾有構成違例發展的任何事
項，規劃署會向違例者發出有期限的「
強制執行通知書」或「停止發展通知
書」，要求違例者立即停止違例活動，
隨後可向違例者發出有期限的「恢復
原狀通知書」，在指明日期或以前，
把土地恢復至原狀。而「恢復原狀通
知書」收件人可在30天內申請覆核。
當發出的通知書中所規定的事項已獲
履行，規劃監督就發出「完成規定事項
通知書」。在「完成規定事項通知書」
收件人/地權人或違例範圍有所轉改情
況下，部門就發出「取消通知書」。

未完個案
按圖12所示的執法步驟，發出警告信
是對違例發展執管的第一步而「完成
規定事項通知書」是行動的結束。在
總數435個當案中， 規劃署能夠在兩年
時間內對340宗個案（78%）均完成執
法程序。然而，多年以來仍有23宗個
案仍未發出「完成規定事項通知書」
，當中包括只有送達「取消通知書」
個案。按 Google Earth 於街景圖顯示
當中至少有5宗調查需時超過兩年以上
個案直至2015年4月仍作違例用途（其
中2宗個案見圖13及14）。還有一宗於
2013年發生的個案竟在2015年成功經
規劃申請成為綜合服務城（圖16）但規
劃署對該地點從來未有發出「完成規
定事項通知書」。上述個案數目及例
子可反映執法部門在合理時間內停止

違例發展 。再者，有4宗原本需要恢復
原狀個案及1宗被送達「強制執行通知
書」個案雖被定罪罰款，但執法部門
仍沒有送達「完成規定事項通知書」
。可見當局不能遏止違例發展延續。

©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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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違規發展執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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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位於深灣路的違例露天倉在2015年4月時的實際使用情況
27

© Google

圖14) 位於落馬洲路的違例車場在2015年4月時的實際使用情況
© WWF-Hong Kong

圖16) 位於新田的所倡議的多層綜合服務城的切面及鳥瞰圖
© S.K. Lau

圖15) 上述違例車場於2016年7月時的土地使用情況
28

圖17) 多層綜合服務城於2016年7月在地盤平整後而正在舖設沙井時的情況
29

執法步驟
在435宗違例發展個案中，規劃署合共
發出385封「強制執行通知書」。當中
有156宗個案，是在沒有先前發出警告信
情況下而送達於與相關土地擁有人、佔
用人或負責違例發展人士。若按「對新
界鄉郊的違例發展執行管制」小冊子中
所述在同一地點涉及先前執管行動的違
例發展就不會發出警告信，該156宗是重
犯個案，佔總個案36%。此重犯個案數
目令我們關注到執法效力和有關判罰能
否有效地阻嚇違例發展在同一地點持續
發生。

完結，有71宗（佔總個案16%）可於2年
內完成，42宗個案（約佔總個案10%）
需超過3年或以上才終結（圖18）。需
時最久完成調查個案是位於新田青山公
路旁、要經8年10個月才發出「完成規
定事項通知書」（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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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效率
本報告就執管及檢控，至發出「完成規
定事項通知書」所需要時間作調査，發
現有269宗（佔總個案62%）能在1年內

2⹛
16%

1⹛
62%

違例類別與執法速度
分析在1年內完結的269宗個案，發現有
153宗（佔總個案57%）是屬改變土地
用途類別（即沒有直接造成環境破壞個
案），其餘116宗（佔總個案43%）是與
破壞環境活動有關的類別。而於2年內
能夠完結個案亦出現類似的分佈情况（
圖20）。至於需時3年或以上完成的個
案之中，與環境破懷活動類別相關的個
案數目共27宗，而屬於改變土地用途類
別的個案數目則相對較少；有15宗，涉
及環境破懷的違例發展個案數目超出改
變土地用途的違例發展個案28.6%。當
中涉及環境破懷的違例發展有2宗填塘
個案甚至需時8年或以上才可完成執法
程序。總括來說，與環境破懷活動相關
的違例發展需較長時間才能完成整體執
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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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圖18)
© Google

圖19) 位於米埔隴而需時8年10個月才發出執法的個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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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及罰款

© WWF-Hong Kong

圖21) 張貼於違例發展個案現場的提示

2004年10月
© Google

根據城規條例第21及23條，任何人進
行違例發展或不遵從通知書規定，首
次經定罪可處罰港幣500,000元，過
限期而未有遵從規定每天可處罰港幣
50,000元。第2次或其後可處罰港幣
1,000,000元，而逾期每天可處罰港幣
100,000元。調查顯示，在435宗違例
發展個案中，經檢控後被定罪及罰款個

案有28宗，佔總個案6%，罰款金額總
數共港幣1,858,980元，平均每宗罰款
港幣66,392元，約為初犯最高罰款港幣
500,000元的13%，罰款寬鬆。

違例類別與處罰金額
分析顯示（圖22），能造成環境破壞/
問題的個案罰款偏向於港幣60,000元或
以下金額數目。另外，在比較造成環境
破壞/問題與改變土地用途兩種個案類別
的罰款數目的差距時，就發覺能造成環
境破壞/問題的最高罰款個案被處罰港幣
174,500元，而改變土地用途個案的最
高罰款為港幣190,500元。雖然兩類別
個案性質不同，難以比較，但填塘/填土
往往是改變土地用途作違例發展的第一
步，當堆填活動完成後，各式各樣的違
例用途往往就隨之而來（圖23）。是次
調查中，就有23宗是由「填塘開始」所
衍生的重叠個案。

2014年1月
©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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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一宗位於深灣路由填塘開始的重叠違例個案10年以來的地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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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塘案例

填塘概况

1987年10月
© 地政總署

調查發現涉及填塘個案數目有87宗；佔
總個案數目20%，受影響濕地面積達 85
公頃；佔總個案數目面積55%。個案分
佈於50個地點，單一地點佔22宗，多
重個案有28宗。有25宗填塘個案；佔填
塘個案數28%，需要2個月或以上才發
出「強制執行通知書」，時間可能足以
將整個塘填滿。另外，能夠在1年內完
成執法程序有37宗，佔填塘個案數42%
。多於一年完成則有35宗，其中2宗違
例填塘個案需要至少8年時間才完成執
法。而直至2016年3月尚未發出「完成
規定事項通知書」或未有詳盡資料提供
的個案有12宗（圖24）。至於發出「恢
復原狀通知書」多年以來只有37宗，佔
填塘總個案42%。另外，在23宗由「填
塘開始」重叠個案中，只有2宗個案發
出「恢復原狀通知書」。在罰款方面，
只有12宗填塘個案被處罰款，只佔填塘
個案數目14%，填塘個案平均罰款為港
幣61,308元，相比初犯的最高罰款港

幣500,000元，處罰偏低 。 從圖25所
見，相信是由於有車路到達的關係，違
例發展主要集中於新田，米埔村至大生
圍一帶，沿著青山公路旁。以下填塘案
例均位於新田一帶而各個案所需執法時
間，涉及範圍面積及處罰程度均具其獨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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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圖26) 在頒布發展審批地區圖前青山公路以北已有填塘/填土和地盤平整工程發生

2016年7月
© Google

惇裕路
新田村路

青山公路

違例發展

圖25) 違例發展與道路網絡關係
36

被填平魚塘
青山公路
圖27) 青山公路已北的魚塘很多在2000年前已被填平
37

填塘案例
案例一：元朗新田青山公路
（青山公路案例）

1987年10月

2002年12月

案例二：元朗新田惇裕路
（惇裕路案例）
在眾多填塘地點中，填塘面積最大是新
田惇裕路一帶共佔地22公頃包括14宗個
案。首宗個案發生於1999年。雖然該地
點處於「濕地保育區」，發展須達致零
濕地損失，然而當中有10宗填塘發展，
包括首3宗個案都沒有被要求恢復原狀
或罰款就發出「完成規定事項通知書」
，亦即個案完結。其餘7宗個案需恢復

7

按www.28hse.com於2016年6月時資料

2015年4月
© Google

© Google

© 地政總署

圖28) 青山公路案例自1987至2015年於新田相關地點由魚塘用途改成儲物倉的轉變
概况

圖30) 惇裕路案例中一個不理「恢復原狀通知書」的違例發展個案。 此案在「恢復原
狀通知書」期限過後兩個月仍未按通知書要求移除填塘物料和瀝青（攝於2016年4月）
© WWF-Hong Kong

© Google

圖29) 青山公路案例在2015年4月時於新田相關地點的土地使用為汽車銷售場
38

原狀， 2宗已完結，5宗至今仍跟進中，
其中一宗仍跟進個案在「恢復原狀通知
書」期限過了兩個月仍未按通知書要求
移除填塘物料和瀝青（圖30）。在5宗
仍跟進個案中，有4宗個案接近8公頃面
積被定罪及罰款合共港幣300,000元，
罰款相對現時該區倉地每月租金一般每
呎港幣3元，7 此8公頃土地每月可有接
近港幣2,600,000元收入，即不用4天的
租金已可收回罰款。
© WWF-Hong Kong

地點位於元朗新田青山公路，違例土地
使用由1992年至現在，合共包括9宗個
案。首個案為填塘發展及另外2宗挖掘
土地發展。開始時只有1公頃範圍，後擴
展至4公頃面積（圖28）。只有首宗填
塘個案被定罪及罰款港幣174,500元，
雖是本硏究範圍內第二最高罰款個案，
但對在同一地點的往後違例發展起不了

阻嚇作用。此外所有個案從來沒有被要
求恢復原狀，甚至於2015年發生的最近
期個案發出取消通知書及至今再沒有發
出「完成規定事項通知書」，反映違例
發展負責人或違例範圍或有所轉改，而
違例活動仍有可能延續下去。另外，按
規劃署資料記述該地點在2015年3月涉
及違例儲存倉用途（包括置放貨櫃），
但根據Google Earth 街景圖顯示該地點
在2015年4月時的土地用途為汽車銷售
場（圖29），而沒有備悉在檔案記錄當
中，執法人員有遺漏之嫌。

圖31) 惇裕路案例以北的另一個跟進中的違例發展個案在2016年4月時的情況。 圖
片中的豎立建構物如左方的重叠貨櫃已有可能違犯分區計劃大網途的土地用途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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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埔隴案例包括3宗個案而面積有0.35公
頃。三個案涉案範圍沒有明顯分別，只
是違例土地用途各有不同。首宗個案發
生於1991年而用了8年時間發出「強制
執行通知書」進行執管，直至2000年3
月才送達「完成規定事項通知書」，前
後花了8年10個月時間才能完成個案，
執法所需時間之久是所有個案之冠。但
完成並不代表完結，在第3宗個案中，
執法人員於2007年8月20日發出「恢復
原狀通知書」要求涉案人士移除硬塊路
2007年12月

面及在該地種草，而執法人員亦於同一
日內發出「完成規定事項通知書」，執
法所需時間之快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但
2007年12月拍攝的高空影像中仍顯示涉
案範圍覆蓋石塊或水泥亦不見有草生長
（圖32）。事實上直至2016年4月該處
仍是覆蓋水泥，違例用途如停泊車輛、
放置改裝貨櫃以至燃油箱等從未間斷（
圖33）。在2016年4月地面實況調查時
發現該地點已清場及撤離所有建構物（
圖34 及35）， 同時根據綱站資料此地
點亦開始招租，每月租金呎價為4元，
每月出租價可達港幣120,000元（圖36
），可見此違例發展地點仍有市有價。

2012年11月

© WWF-Hong Kong

案例三：元朗新田米埔隴
（米埔隴案例）

圖34) 米埔隴案例在2016年4月時所
張貼的搬遷啟示

圖35) 米埔隴案例在2016年7月時空無一
物的情況

2016年07月
© Google

圖32) 米埔隴案例由2007年發出「恢復原狀通知書」及於同日內發出「完成規定事
項通知書」後土地違例用途一直持續
© Google

圖33) 米埔隴案例在2015年4月時的土地使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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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米埔隴案例在2016年7月時的租值

資料來源：http://www.cnp.hk/listing.php?ref=WAT00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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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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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概述
報告揭示了規劃署雖作為把關人、應確
保有秩序地利用土地並遏止違例發展，
可是部門執法不力卻助長了違例發展個
案數字增加，縱容了個案重犯，以致問
題持續及惡化，隨之對生態、環境的破
壞亦從未停止，影響了內后海灣濕地生
態系統的價值。以下要點概述了執法不
足之處及其潛在影響：
1.

規劃署執法不力，執管時間愈長，
對自然、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愈
大，恢復生境原狀的難度亦愈高。

2. 完成「強制執行通知書」、「停止
發展通知書」、「恢復原狀通知
書」所要求事項的寬限期太長，
可長達三個月，收不到即時阻嚇作
用。

3. 對違例填塘的復修要求沒有清晰指
引，在所有435個案當中，只有一宗
個案有明確的水平標準作為跟照，
其餘的個案只被要求移除堆填物
料，只要規劃署滿意便可。

建議措施
為有效地遏止現時鄉郊私人土地上違例發展的惡化趨勢及帶來對環境、生態的破
壞，政府應實行以下的措施以改善目前處境及不足之處：

4. 案例顯示「強制執行通知書」所描
述的違例用途與實際所見情况有所
出入。「恢復原狀通知書」所要求
的恢復事項亦無嚴正跟進，從寬處
理。縱容的後果是令更多違例發展
發生。
5. 處於鄉郊私人土地上違例發展只是
罰款了事，對犯案者亦從未判以監
禁，刑罰太輕。相對於內后海灣現
今一帶的土地使用情况所能夠帶來
的回報，違例發展個案所判的罰款
金額顯然對有關罪行的初犯者及再
犯者缺乏阻嚇力，鼓勵了重犯和違
例範圍不斷擴展。
© S.K. Lau

圖37) 一個在米埔路的懷疑違例發展投訴中，規劃署界定上圖所見情況為清除植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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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積極採取措施並確保有足夠資源，提升執法效率，加快對違例發
展的管制行動，並確保執管行動的持久有效性，遏止違例範圍擴
展到毗鄰地方，阻止對環境和生態的進一步惡化和破壞。

2.

加重罰則，尤其是重犯個案，以提高違例行為的成本。為加強檢
控行動的阻嚇作用，檢控組應視乎每個個案的實際情況，主動要
求法院覆核罰款額明顯偏低的個案。

3.

加強定期巡查已知的違例發展和重犯個案的黑點，如增加巡查次
數，並更新和擴大巡查路線，以防患未然該等活動繼續或擴展。

4.

前線執法人員須果斷執法。若懷疑違例情况有趨嚴重或惡化趨
勢，便應盡早採取管制行動。

5.

所有涉及填塘的違例發展必須發出「恢復原狀通知書」，恢復原
狀要求可按違例發展過案E/YL-ST/339為準則。填塘物料應全部
移走，以回復水體面積及生境。處理移除物料需要有妥善機制監
管，以免移除物料被運往別處，再一次造成環境和生態破壞。

6.

建立全港鄉郊地形基線資料庫，以確保已受破壞地方的自然環境
及生態能被有效地恢復。

7.

建立更開放違例個案檔案資料平台，如環境保護署的「公眾關注
的堆填地點」，以便全港市民可以監察個別案件進展，尤其是鄉
郊地區違例發展個案，有助政府執法。

8.

規劃署應把《生物多樣性公約》主流化至各組別，尤其執法組，
使前線工作人員能認識到本身的工作與環境保護、自然保育息息
相關。

9.

就以上建議，政府應檢討《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與鄉郊違例
發展的條文包括第21至24條，並考慮是否須加以修訂，以提高執
管和檢控行動的效率和效用。

面對肆意生態毀壞行為，我們一直依靠相闗政府部門執法。本報告顯示了規劃署的
執管和檢控行動，均不能有效地處理鄉郊私人土地上的違例發展，亦不足以有效地
保護內后海灣的生態系統。違例發展不單令野生生物失去大片棲息之所，更可能造
成土地污染、加大水浸風險等，為地區帶來整體的環境惡化。若然任由現時情況持
續惡化，只會令問題變得難以收拾。規劃署執法行動成效不彰，實在值得關注。政
府應實行以上措施以改善目前不足之處，有效地遏止現時內后海灣私人土地上違例
發展的惡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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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有關對新界鄉郊地區違例發展優先採取執行管制行動的指引

規劃事務監督承諾加快對嚴重滋擾公眾或破壞環境的違例發展採
取執行管制行動。當局會向下列各種違例發展優先採取行動：
•

鄰近或位於生態易受影響地區、生態上具重要價值地區和自
然保育地帶(例如「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海岸保護區」

參考書目
劉潤和。1999。「新界簡史」。頁115。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Aspinwall & Company Hong Kong Limited (1997). Final Report. Agreement No.
CE72/94. Study on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Fish Ponds in Deep Bay Area. Submitted
to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HKSAR Government.
Lee K.K. (1999). Using GIS for assessing the implications of land-use change on
waterbirds around the Mai Po and Inner Deep Bay. Unpublished M.Phil. Thesis.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自然保育區」、「綠化地帶」等)內的違例發展；
•

在「農業」地帶內涉及填土／填塘的違例發展；

•

在一般不受違例發展蔓延所影響地區內的違例發展;

•

對附近大型住宅羣的環境造成不良影響的違例發展；

•

因有關規劃許可遭撤銷及失效而變成的違例發展；

•

涉及不符合獲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准用途的違例發展；

•

根據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擬作露天貯物及港口後勤用
途而提出的規劃申請」（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13E）位於第3
類和第4類地區的違例發展；以及

•

於同一地點或有關地點大部分土地內涉及先前執行管制行動
個案（用途性質相同或不同）的違例發展；

•

危及公眾健康／安全的違例發展；以及

•

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違例發展。

不屬於以上優先處理類別的違例發展，當局會在資源許可的情況
下採取執行管制行動。

資料來源： 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info_serv/cep/enforcement/priorit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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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后海灣違例發展報告

違例發展數字...
2年
違例混凝土平台在恢
復原狀通知書發出2年
後依然存在。

8年
其中一個個案花了
8年時間才發出執
行通知書的違例發
展個案。

13公頃

30+公頃
超過30公頃的土地在過
去24年不斷有違例發展
發生。

最大規模的砍樹事
件發生在13公頃的
濕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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